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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as an ecological city project which was carried out by China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always adhered to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focused on developing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The new path of urban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was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index, and a typical experienc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was formed. Around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situation in China,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ecological and low-carbon urban construction demand, the basic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to popularize the construction mod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index system of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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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新天津生态城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合作推动的生态城市创建工程，自规划建设之初就以绿色发展理
念为指导，着力推进城市建设绿色化，培育绿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昔日的盐碱荒滩上逐
渐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生态新城。探索出了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生态指标引领的城市管理、建设及规划
新路径，形成了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典型经验。围绕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形势，结合当前生态低碳
城镇建设需求，提出了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模式、管理经验和指标体系全面复制和推广的基本思路和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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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 200 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 10 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1]。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再也不能延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
沉重的现实开始令地球人探寻新的生存模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让人类与自然共存。生态城市的理
念及行动在 20 世纪末期取得了全球性共识，并成为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为满足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求，以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新城镇为样板，由中国、
新加坡两国政府推动的战略性合作项目，选择在天津滨海新区盐碱荒滩上建设生态城市，承担了探索全
新的城市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的使命[2] [3]。为此，探索分析中新天津生态城典型建设示范模式及推广途
径研究，凝练中新天津生态城在规划设计、指标体系建设、管理机制创新、科技驱动与创新引领等方面
的典型经验和模式，提出生态城建设模式、管理经验和指标体系全面复制和推广的基本思路，有助于推
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2.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典型经验及模式分析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与新加坡创建全球首个政府间合作的生态城。按照两国协议，中新天津生态
城充分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生态建设、可再生能源
利用、中水回用、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3] [4]。为此，两国政府成立了副总
理级的“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和部长级的“中新联合工作委员会”。中新两国企业分别组成投资财团，
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参与生态城的开发建设。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专门设立了天津生态城办事处，天津市
政府于 2008 年 1 月组建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至此，中新天津生态城拉开了开发建设序幕。自
2008 年 9 月开工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围绕“三生”(即生态环境、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同步发展和“三
效”(即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盐碱荒滩上建设生态城市，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新型城市管理模式和消费生活方式。截至 2014 年底[5]，中新天津生态城落户企业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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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1000 家，吸引投资超过 700 亿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5 亿元、年均增速在 20%以上，绿色建筑、道
路管网、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进展顺利，污水库治理、盐碱地改良取得阶段性成果，动漫创意、节
能环保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昔日的盐碱荒滩发生了巨大变化，初步形成了低碳生态的经济发展体系，
可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美丽天津、美丽滨海的建设提供了经验[6]。

2.1. 建设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任务分解实施方案，保障城市绿色发展方向
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体系旨在节地节水、节能减排、生态宜居等规划理念和
建设标准方面实现突破，制定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和区域协调发展四个方面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
系[7] [8]，包括 22 条控制性指标(包括区内环境空气质量，区内地表水环境质量，水喉水达标率，功能区
噪声达标率，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自然湿地净损失，绿色建筑比例，本地植物指数，人均公共绿地，
日人均生活耗水量，日人均垃圾产生量，绿色出行所占比例，垃圾回收利用率，步行 500 米范围内有免
费文体设施的居住区比例，危废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无障碍设施率，市政管网普及率，经济适用
房、廉租房占本区住宅总量的比例，可再生能源使用率，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率，每万劳动力中Ｒ＆Ｄ科
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就业住房平衡指数)和 4 条引导性指标(包括生态安全健康、绿色消费、低碳运行，
创新政策先行、联合治污政策到位，河口文化特征突出，循环产业互补)。围绕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体系
确定的目标，将生态指标被分解到主体、阶段、空间、环节，构建了由 51 项核心要素、129 项关键环节、
275 项控制目标、723 项具体控制措施以及 100 项统计方法的指标分解实施方案，覆盖了指标监测、统计、
分析、考核模型，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形成了指标引导下的城市管理建设新路径，探
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可衡量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建设及任务分解实施模式，形成了指标体系引领下的生
态城市建设具体行动，可让其他城市未来的生态城建设变得能量化、可复制。

2.2. 制定生态理念引导下的规划设计方案，形成合理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
在规划布局中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构建理念、集约高效宜人布局理念、绿色交通理念、生态社区理念、
循环经济理念、水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理念、能源节约与利用理念、环境保护理念、公共安全理念等生
态城市建设新思想新行动[6]-[9]，坚持生态优先，立足特有环境资源约束条件和区域生态格局保障体系，
注重生态修复、加强生态建设，促进自然生态环境与人工生态环境和谐共融，集约、高效地使用土地资
源，进行适度有序的高强度开发，形成紧凑的城市布局，积极推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紧凑集约混合发展的城市总体布局。按照生态低碳发展的要求，中新天津生态
城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实现
“多规合一”。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建设的 30 平方公里用地中，废弃盐田、盐碱荒地、污染水体各占
1/3。经过综合评价，科学划定禁建区、限建区、可建区和已建区。规划建设四大综合片区和一个生态岛
片区，综合片区内集居住、商业、产业、生态、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实现产城融合。生态岛片区内
进行生态修复与建设，形成城市生态核心。

2.3. 打造绿色经济引擎，推进产业发展实现生态化低碳化
根据滨海新区产业发展布局，结合中新天津生态城功能定位，中新天津生态城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主
导产业，重点发展文化产业、信息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健康服务产业以及其他现代服务业，实现
与滨海新区其他区域的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组织建设动漫、影视、科技、信息、节能环保等五个产业
园区。通过设定准入门槛，禁止高污染、高能耗、粗放型产业进入，积极引进高税收、高附加值、高科
技型产业。对于符合产业准入政策的项目或企业，积极提供一站式审批、办公租金补贴、资金奖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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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支持等，形成了吸引人、留住人、稳住人的良性循环，初步建成文化创意、科技环保、金融商贸、绿
色建筑 4 个无污染、低能耗的现代产业集群[10]。

2.4. 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打造中国绿色建筑样板工程
中新天津生态城强制推行绿色建筑，制定了高于国家标准的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准体系(包括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设计标准、施工规程)，建立了第三方评价机制，对所有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营、评价等
进行全过程控制，不断完善绿色建筑管理体系，获得住建部“北方绿色建筑示范基地”授牌。截至 2014
年底[5]，建成和在建的 100 个项目、700 万平方米建筑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设计评价，其中低碳体验中心
等 27 个项目获得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认证，成为国内绿色建筑最集中的区域。所有住宅全部安装太
阳能热水器，绝大部分公共建筑利用地热制冷制热，道路照明大量采用风光互补路灯，建成了我国唯一
的城市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通过绿色建筑的实施，住宅的节能率达到 70%。

2.5. 深入实施美丽滨海建设工程，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结合《美丽天津建设纲要》和《美丽滨海建设纲要》，扎实推进“美丽滨
海一号工程”，对盐碱地、污染水体、湿地进行大规模生态修复和治理，实现了生态修复、废弃土地开
发利用和城市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完成规划 30 平方公里土地整理过程中，修复、改良 16 平方公里盐碱
地，建设绿化面积达 310 万平方米；彻底治理了积存 40 多年的工业污水库，形成了 2.56 平方公里的清
净湖；完整保留、修复湿地 5 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湖水、河流、湿地、绿地有机结合的复合生态系统。
围绕空气质量改善需求，推行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实现了污染源和环境空气质量的自动化、常态化监
测，2014 年达标天数较上年增加 29 天、PM2.5 浓度下降 18%。积极探索垃圾智能分类回收体系，推动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厨余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利用达到 100%，所产生的有机肥料、生物柴油实现了就地
循环利用，初步建成了我国垃圾分类回收及利用的综合示范体系，目前正积极创建“国家垃圾分类示范
区”。

3.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模式示范推广的目的及意义
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之初，两国政府提出了“三和”“三能”的目标，即：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
经济活动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复制、能实行、能推广。2013 年 8 份，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
《美丽天津建设纲要》，明确提出要发挥中新生态城示范作用：将生态城建设模式、指标体系全面在滨
海新区复制，加快在全市推广，在美丽天津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随后，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发布《美
丽滨海建设纲要》，进一步明确生态城的示范推广要求：推广生态城建设管理经验，高标准建设新建城
区和示范小城镇，在规划、建设和管理上体现更高标准，努力将所有建筑建成低碳、环保的绿色建筑，
打造更多城市发展绿色典范。
2013 年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考察时，对生态城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
生态城市建设的标准、任务及实施分解方案，可以为其他地区特别是城镇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参考；生态城在所有住宅全部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垃圾都用真空管道进行输送，积极尝试解决传统城市
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垃圾处理、环境质量等方面问题，可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示
范。并希望生态城要兼顾好先进性、高端化和能复制、可推广两个方面，在体现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
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等方面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示范。

4.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模式示范及推广思路
开展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模式示范及推广途径研究，梳理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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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调研分析中新生态城在绿色建筑、垃圾分类回收、绿色办公及生态城去经营管理方面的典型经
验和模式，提出生态城建设模式、管理经验和指标体系全面在滨海新区复制和推广的具体途径，基本思
路见图 1。
从宏观层次上，要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和生态低碳化发展目标为核心，以中小城镇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要求为基础，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理论依据，通过对产业结构调整、生态功能区划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方向、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相关环境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全过程分析，筛选出生态城市建设发展
方向和各类城市生态低碳建设需求，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确定中新天津生态城
示范推广的任务和基本方向。从中观层次上，要着眼于我国生态低碳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以中新
天津生态城现状调研为核心，系统调查分析中新天津生态城在规划设计、指标体系、建设管理及运营方
面已经开展的工作，围绕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系统梳理生态城运营模式及监管机制。围绕生态文明所
树立的“三生共赢”和“三效同增”基本要求，评价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效果，进行生态城建设回顾和
系统总结。结合美丽城镇示范工程，重点围绕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需求，研究凝练中新天津生态城
在规划设计、指标体系建设、管理机制创新、科技驱动与创新引领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模式。从微观层
次上，依据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围绕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与管理技术的全面推广，搭建生态
城市建设综合服务平台，研究确定天津中新生态城典型模式在的推广途径。

5.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模式示范推广对策
中新天津生态城积极努力探索建立约束条件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利用体系，并将其作为转

Figure 1. The basic idea to popularize the construction mode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图 1.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模式示范及推广思路

111

西伟力，邵超峰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围绕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管理模式示范推广的需求，需要
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 根据我国资源环境禀赋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任务和目标，梳理分析生
态城区建设的共性问题。
2) 梳理分析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现状和建设成效，建立以环境绩效为主要手段的城区生态化评估技
术，对天津中新生态城进行系统的总结分析，研究凝练生态城在规划设计、指标体系建设、管理机制创
新、科技驱动与创新引领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模式。
3) 围绕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任务，创新发展模式，从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绿色生活等方面提
出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对策和方案，丰富“能实施、能复制、能推广”的宜居生态示范新城
体系。
4) 结合美丽城镇示范工程建设需求，提出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模式、管理经验和指标体系全面在中
国及天津市复制和推广的具体途径，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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